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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可持续性有利于您的企业

建设一个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十分重要。所有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应对
气候变化、快速的技术进步和持续不断的全球化进程，以实现未来繁荣发展。与此同时，
各国政府、股东和消费者比以往更加重视企业的可持续性表现，并强调问责。

汇丰委托开展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
这一点…

利成于益
如今，社会越来越敦促企业采纳有利于可持续性的实践，主要原因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诸多利益相关方频频施压，监管
1

日益严格。

一项针对14个国家中型企业领导人的汇丰调查进一步
印证了这一点 3：

59%

然而，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也能帮助企业节省成本并打造长远商业价值：

消费者需求

品牌脱颖而出

降低成本

创新

根据2015年的一项尼尔
森调查研究显示，66%的
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
消费可持续品牌 2。

可持续的企业在市场上
更加与众不同。

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通常
成 本 更 低，且 劳 动 效 率
更高。

追求可持续发展有利于
刺激产品创新。

的受访者相信可持续性
实践将促进增长和盈利

尽管只有

18%
的小型企业认为可持续
性实践对其当前的业务
具有重要意义…

...46%
却表示未来三年可持续
性将凸显其重要性，体现
了重大的趋势性变化

1
2
3

例子包括但不限于: 20国集团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；法国《气候风险报告法》第173条；英国《清洁空气法》。
https://www.nielsen.com/content/dam/nielsenglobal/dk/docs/global-Sustainability-report-oct-2015.pdf
http://www.business.hsbc.com/-/media/examplemedia/pdfs/hsbc-hidden-impact-mme-2017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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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丰对可持续性的承诺

汇丰致力于走在通往可持续未来之路的前列。
我们重视金融在促进可持续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。作为世界规模
最大的银行与金融服务机构之一，汇丰志在成为全球领先的合作
伙伴，为客户提供融资，助其管理并塑造低碳转型。

汇丰希望携手企业合作伙伴，共同构建气候友好型经济。我
们正努力帮助它们提升供应链效率或调整业务模式，以便享
受绿色发展的好处。
祁耀年，汇丰环球工商金融业务行政总裁

2017年11月，汇丰公开宣布了可持续性承诺：

提供

1,000亿美元
可持续融资与投资，一直
持续至2025年

帮助减排
我们将缩减在热电行
业的敞口额度，并与
客户合作，积极管理
其它高碳行业的转变
路径。

承诺将

100

%

采购可再生能源
电力，到2030年
实现目标

增强透明度
与披露
我们将采纳气候相关财务信
息披露工作组2018年报告中
的建议。这将有利于我们在各
项业务中识别并披露气候相
关风险与机遇。

打造一个

可持续融资
中心
我们希望提供必要的思想领
导力，以促进资本流动，解决
全球主要的可持续性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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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丰如何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

汇丰拥有遍布全球的网络（横跨50多个市场），
与庞大的客户群（170万企业客户）关系密切，从最小型企业到最大型企业，一应俱全。
凭借这些优势，我们能为您的企业提供定制化可持续性方案

1. 展现思想领导力

2. 提供指导与帮助

3. 协调满足资金需求
无论是汇丰直接提供融资（例如，营运资金、定期贷款

1

我们的业务—践行承诺，改善我们的内部运营，包括

利用我们的全球网络与内部/外部专识，并通过各种合作

或外汇），还是通过咨询服务（并购）促进融资，或是引

采购政策

伙伴计划，支持您的企业向低碳经济转型

导进入资本市场融资，机构资本越来越重视可持续性问

实业界/社会—与非政府组织和其它组织合作，推动更

题，汇丰能够通过构建与发行绿色社会与可持续性债券

大规模的可持续变化

提供支持 1。

如您想了解更多信息，我们将乐意为您介绍汇丰债务资本市场团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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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丰如何帮助您的企业融资

我们热衷于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作用，推动全球实现更大的可持续性。最近，汇丰开始与贷款市场协会
展开全球合作，该协会于今年3月21日发布了《绿色贷款原则》：

我们欢迎这些清晰明确的绿色贷款原
则，很高兴参与了原则的制定 … 市场越
来越需要有利于可持续经济、社会和环

绿色贷款原则(GLP)

境活动的金融产品。汇丰致力于提供一
切形式的可持续融资，以支持客户向低

绿色贷款指那些特点符合《绿色贷款原则》四要素的贷款（请参阅《绿色贷款原则》资料概览）。

碳经济转型。

关键支柱在于贷款能用于融资或再融资，以支持新增/现有合格绿色项目的全部或部分资金需求
由于贷款市场长久以来由关系驱动，即贷款方十分了解借款方，因此，只要符合GLP的关键特征，可以允许借款方自我认证。

Daniel Klier, 汇丰集团战略主管兼可持续发展融资环球主管

汇丰的最新动向
可持续融资 | 协助借款方直接融资

可持续供应链 | 协助我行大型买方企业客户的主要供应商融资

随着绿色贷款原则的发布，汇丰正按照贷款市场协会建议内容的精神，着手研究绿色贷款操

大型买方企业如今都已认识到，其90%以上的环境足迹皆来自于自身供应链 1。许多都开始

作办法，以确保项目能带来切实的环境益处，并确保这些益处能得以评估，且在可行的前提下，

为供应商设定可持续性目标。

能得以量化、衡量与报告。绿色贷款的情境包括但不限于：

汇丰拥有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网络，以及各种规模的客户。凭借这些优势，我们能
够参与并影响供应链企业的可持续性实践。我们当前正在试点优惠融资方案：

企业（不限行业）将贷款资金用于优化内部运营，以改善环境影响，例如将企业用车改为
混动/电动车

通过一项优惠贷款计划，直接为买方企业供应商提

为特别基建项目融资，例如智能电表或清洁交通运输

供定期贷款，解决其资本支出需求

通过租赁进行绿色资产融资，例如混动公交车和水处理设施

供应链融资 | 基于买方自我设定机制对供应商在可

针对纯绿色企业的贷款（这些企业至少90%的活动被认为能创造环境效益），例如可再生
能源与废弃物回收企业

1

定期贷款 | 优惠贷款

https://www.unglobalcompact.org/take-action/action-platforms/decent-work-supply-chains

所有的融资方案、产品与服务都须经过信贷审核、资格审查和预先批准。其它条件或限制可能适用。

持续性指标方面的表现评估，打造定制化激励式定
价方案，解决营运资金需求

作为全球领先的贸易
银行，汇丰优势强劲，
能帮助企业实现
全球供应链可
持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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